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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導讀根據法華經裡的
七個故事小冊子版本製作。
課前課後您可以對照閱讀，
網路版在奈普敦智慧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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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華經》七喻：
一.火宅喻，出於第二卷〈譬喻品〉。
二.窮子喻，出於第二卷〈信解品〉。
三.藥草喻，出於第三卷〈藥草喻品〉。
四.化城喻，出於第三卷〈化城喻品〉。
五.衣珠喻，出於第四卷〈五百弟子受記品〉。
六.髻珠喻，出於第五卷〈安樂行品〉。
七.醫子喻，出於第六卷〈如來壽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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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華經》七喻：(窮子喻及衣珠喻為弟子所說，其餘為佛說)

一.火宅喻，出於第二卷〈譬喻品〉。
二.窮子喻，出於第二卷〈信解品〉。
三.藥草喻，出於第三卷〈藥草喻品〉。
四.化城喻，出於第三卷〈化城喻品〉。
五.衣珠喻，出於第四卷〈五百弟子受記品〉。
六.髻珠喻，出於第五卷〈安樂行品〉。
七.醫子喻，出於第六卷〈如來壽量品〉。



弟子所說的兩個喻

•窮子喻

•中根四大聲聞弟子

•須菩提，摩訶迦旃延，摩訶迦葉，摩訶目犍連

•衣珠喻

•五百阿羅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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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喻共通處是
弟子自己比喻成
窮子或窮人



弟子所說的兩個喻

•窮子喻

•中根四大聲聞弟子

•須菩提，摩訶迦旃延，摩訶迦葉，摩訶目犍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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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百阿羅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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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喻共通處是
弟子自己比喻成
窮子或窮人

窮是指困乏、煩惱多、
缺乏法寶，缺乏智慧，

迷惑無知



法華七喻關係說(惟智)

本跡 譬喻 關係 (菩薩)能力 (眾生)問題

跡門

火宅喻 父子 有遠見/有能力 短視/無知

窮子喻 父子 有財富/有智慧 貧窮/無自信

藥草喻 天地 平等心/有大愛 渴乏/隨分

化城喻 師生 很聰慧/有經驗 懈怠/自以為是

衣珠喻 親友 願助人/有慈心 癡迷/不自覺察

髻珠喻 君臣 有大力/有判斷 有能力/未得大智

本門 醫子喻 父子 有妙法/有策略 後知後覺/執迷難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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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在七喻中的五種角色

佛

父親

老天

導師好友

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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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思修:法華七喻關係

•佛陀說法為什麼要講
譬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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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利弗，吾從成佛已來，種種因緣，
種種譬喻，廣演言教，無數方便、引導
眾生，令離諸著。」
《法華經方便品第二》

證嚴上人開示：種種譬喻，以了知之法，
顯未了知之法；用事與形來譬喻道與理。

諸有智者，以譬喻得解。
《法華經譬喻品第三》



法華七喻關係說(惟智)

本跡 譬喻 關係 (菩薩)能力 (眾生)問題

跡門

火宅喻 父子 有遠見/有能力 短視/無知

窮子喻 父子 有財富/有智慧 貧窮/無自信

藥草喻 天地 平等心/有大愛 渴乏/隨分

化城喻 師生 很聰慧/有經驗 懈怠/自以為是

衣珠喻 親友 願助人/有慈心 癡迷/不自覺察

髻珠喻 君臣 有大力/有判斷 有能力/未得大智

本門 醫子喻 父子 有妙法/有策略 後知後覺/執迷難悟

12法入心，轉迷為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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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火宅喻，出於第二卷〈譬喻品〉



14



15

古代有ㄧ位家財萬貫的長者，年歲漸老邁，擁有很多
房產及僮僕，他的眾多孩子及家人都住在一間大宅院
裡；房子因年久失修，牆面剝落、柱基腐朽，屋況已
經岌岌可危。
有一天，長者發現房子四周忽然起火，火勢猛烈一發
不可收拾，心裏非常驚恐！心想：我雖然可以安全的
跑離，但是孩子在裡面只顧著玩耍嬉戲，完全沒有警
覺房子已經失火，身陷大火即將焚身的險境，還不知
道要趕緊逃離。我身手雖然有力，可以用衣服或桌子
掩護，把他們一個個帶出去。可是大火已經逼近，孩
子卻一心嬉戲，不想離開；全宅僅有一個大門可以進
出，勢必很難將他們全數帶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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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應該想一個辦法來勸導他們趕快離開，才能倖免於
大火的燒害。
靈機一動，父親告訴孩子們：「出來呀！趕快出來！
房子外頭有你們喜歡的玩具，有羊車、鹿車及牛車，
很好玩喔！我要送給你們，趕快出來拿哦！」孩子聽
到父親所說的玩具，正好是自己想要的，就爭先恐後
地跑離火宅。
跑到外面後，小孩問：「不是有車子要給我們嗎？」
長者說：「這三種車，最好的是大白牛車，裝飾華麗、
高大平穩，車行迅疾如風。」父親對每一個孩子都很
平等地送與大白牛車，讓大家都非常雀躍歡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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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喻諸子，說眾患難：惡鬼、毒蟲，
災火蔓延，眾苦次第相續不絕。毒蛇、
蚖蝮及諸夜叉、鳩槃茶鬼、野干、狐
狗、鵰、鷲、鴟、梟、百足之屬，飢
渴惱急，甚可怖畏。此苦難處，況復
大火？諸子無知，雖聞父誨，猶故樂
著，嬉戲不已。

《法華經譬喻品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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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故事出自〈譬喻品第三〉，佛陀為舍利弗
授記，未來將成佛，名為華光如來後，故特別
宣講了「火宅喻」。

將「火」比喻為世間的種種汙濁、苦難；
「宅」則比喻為三界：欲界、色界、無色界；

欲界是指欲望希求，
色界是指對物質環境猶存分別計較之念，
無色界是指心識仍執著於功德福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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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比喻為佛陀，
孩子則是比喻無明的眾生；
房子年久失修、柱樑腐朽，比喻社會不重綱紀，
人心沉淪、道德敗壞。

三界欲火逼身，眾生還貪戀著嬉戲玩樂，就是
形容愚痴眾生沉迷於世間的享樂，不知玩火終
將自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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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界火宅無明為因
境界為緣憎愛取捨
三毒猛火焚燒內外
色欲難安猶如宅火



聞思修:火宅喻

•能夠從火宅中脫離最
重要的關鍵是什麼？

21



22



23

今天上人講了兩次
「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待何生度此身。」
提醒弟子：「不要空空過」，否則一轉眼
「喪身失慧命」。
這個「空空」是空白，什麼都沒有的意思。
心想台語中「空空」可能來自此語。
「空空」在台語是愚昧、愚癡、愚笨的意
思，空空過日子，喪身失慧命，最愚癡末
過於此。現在也許很少人會罵你空空，但
當自我深刻警惕。

薰法香心得札記(二○一四年四月六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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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在門外，汝等出來，吾為汝等，造作此車，隨意所樂，
可以遊戲，諸子聞說，如此諸車，即時奔競，馳走而出，
到於空地，離諸苦難。(譬喻品第三)

而上人針對上述經文的48個字，舉例說明，真的做到讓
我們「深入經藏，智慧如海」。讓我們深刻體認到，原來
短短舉個字，有如此深的含義。上人帶領我們一窺佛法的
奧妙，但又是如此的真實。

我很喜歡「正見隨心」這幾個字，修行者如果有正見，又
用心，任何時間，任何空間，任何人與人之間，法就在那
裡。薰法香心得札記(二○一四年四月九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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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離火宅的關鍵

➢ 深入經藏，信解行證
➢ 覺性(聞法、入經藏)
➢ 去除無明(法水滌心)
➢ 減少自己的欲望
➢ 善知識的關懷引導

行菩薩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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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大火延燒，新冠肺炎肆虐，蝗蟲啃食米糧，
天災人禍不斷，三界火宅危傾，苦迫交相煎熬，
唯有法水滌心，搶救地球危機。

火宅喻品父與子，火宅猶如心沉淪，困入三界
苦難生，稚兒貪戲火逼身，老父緊湊三牛車，
終得救出無明兒。
心沉淪徬徨無依需要的是陪伴與關懷，溫言暖
語的鼓勵與勸導，使知走出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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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人開示-志工早會-20200204

(愛生護生調和乾坤)



二.窮子喻，出於第二卷〈信解品〉
28



影片欣賞

窮子喻

楊銘哲師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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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前有一個人，在很小的時候，因為調皮貪玩，偷
偷逃離家門後，愈走愈遠。年齡從十歲、二十歲，
一直到五十歲，都在外面流蕩。等到一身落魄潦倒，
想要回家的時候，已經忘記歸途了。因此，幾經輾
轉回到故鄉時，也記不起此地就是思念多時的家園。
同時這些年來，父親不斷地尋找失落的愛子，歷盡
艱辛地遍尋各地，但仍一無所獲！一方面父親也用
心經營事業，經過多年的努力，如今在家鄉業已富
甲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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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在為生計煩惱不已的窮子，經過父親居住的大宅
院時，從門外看到僮僕無數、門禁森嚴，讓他心生
畏怯，拔腿就跑。這時坐在高位的父親，一眼便認
出他就是失散多年的愛兒，趕緊派人去將他追回。
窮子以為自己犯了什麼錯誤，驚嚇過度而昏厥倒地。
長者見狀也不再勉強，讓他離開。暗中派了兩個衣
衫襤褸、形色憔悴的僕人，隨著兒子出入作息，並
勸誘他到長者家中打工，做除糞、清掃垃圾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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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從窗邊看到兒子瘦弱汙穢的身影，非常不忍，
便時而喬裝成傭人的模樣來親近兒子，和他一起工
作。如此經過二十年，窮子逐漸熟悉大富人家的生
活模式和人際互動，加上這些年的勤奮工作，長者
看在眼裡非常歡喜。就讓他掌理財務重任，可以自
由出入宅第。
獲得長者信任，窮子雖然開心，但仍以長工身分自
居。後來年邁的長者生病了，自知將不久於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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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委託窮子全權掌管家務，彼此互信交心，窮子
的心量眼界也變得通達泰然，長者感到相當欣慰。
臨終之際，長者邀集國王、大臣、親族，向大家說
明他們原是親生父子，兒子繼承家業理所當然。這
位窮子原本是無所希求的，但是無量的寶藏卻不求
自得，自是喜出望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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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量珍寶，不求自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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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的四大弟子，慧命須菩提、摩訶迦旃延、摩訶
迦葉、摩訶目犍連，為表示已能信受理解佛陀所說
一佛乘的道理，在本經〈信解品第四〉中，四大弟
子以窮子自喻，比喻自己礙於心智未開，退失大乘
法藏；而只侷守在小乘法，蹉跎了得以立即接受妙
法的良緣。
直到如今，經過佛陀循循善誘，而終能發心成就佛
道的過程，表明他們確實領悟到一佛乘的妙義。
摩訶迦葉並於最後表達了佛子對於佛陀殷殷教誨的
無限感恩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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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有大法，不求自得，是多麼幸福的事情。本來不
敢奢望自身能夠成就佛道，得到究竟的佛慧。卻因
聽聞佛陀於菩提樹下夜睹明星悟道之際，言道：
「奇哉！奇哉！眾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只因妄想
執著，不能證得」的真諦，而生出無比的信心。
我們必定要深心信解，敬信佛所說法。深信則無疑，
相信眾生本具佛性、相信人人都有成佛的可能，包
括我們自己。既然眾生皆有清淨的如來自性，我們
就要心存尊重，悲憫眾生，恆持愛護生靈之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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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人能信解
有深信則無疑
能體解則理明
信解深慧人中



聞思修:窮子喻

•這位父親的智慧與策略
你看到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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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始」，因要翻轉既定的認知、習性是如此的
不易啊！
對自己是如此，對教育孩子不也是一條路遙、需
恆持那份如父母與菩薩愛的本懷嗎？
不放棄、從低處著手、漸進地給予信任、陪伴、
鼓勵、指引與機會，終會看到希望與成果。

漸漸遊行，遇向本國。《法華經信解品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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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窮子要讓他啟信心，起勇猛心需要妙法，
個人最佩服的是 :
證嚴上人慈善賑災-以工代賑的妙法 :  
解決生理的需求，並注入感恩尊重心理的良藥，
竹筒歲月即時說法，讓受助者立即翻轉人生，從
受助者變成助人者，感受自我實現的成就感，創
造愛的漣漪不斷擴散，真是妙不可言。

迷失本性如窮子，找回佛心致富足。



三.藥草喻，出於第三卷〈藥草喻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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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地上，無論高山溪谷或平地，生長著各種
不同的花草樹木，種類繁多。每一種植物的名
稱、形狀、顏色各不相同，適應環境的能力也
有很大的差異。
當烏雲密布，就是將要下雨的時候。大自然的
草木有小根小莖、小枝小葉；中根中莖、中枝
中葉；大根大莖、大枝大葉。



43



44

植物的根莖、枝葉大小不一，所接受的雨水也
有程度上的不同。即使同樣受到一場雨的澆灌，
即便生長在同一個地方，由於彼此的種性不一
樣，生長、開花、結果的狀況也不盡相同。
「隨分受潤」，小草，得到大地的水分而成長；
土裡的水分滋養樹木，從根部、樹幹、枝，到
最末端的葉子吸收了養分得以向上舒展。天地、
宇宙就是這樣在循環：人間天地，天地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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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草喻又稱為雲雨喻，出自經中的〈藥草喻品
第五〉，簡單具體的讓我們知道佛陀的教法只
有一佛乘，但依眾生根機的大小不同，會得到
深淺不同的法益。
就像天降大雨，平等饒益各種不同的花草樹木
一樣：三草二木，一雨普潤，沒有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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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草：小、中、大草，分別比喻人天、聲聞和緣覺；

二木是小樹及大樹，比喻中根及上根的菩薩！

雖然眾生有各自的因緣，根機不同，從佛法得到的
利益也不一樣。

三草二木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藥，一般人也以為它
們不能做藥；而佛是諸法之王，所見一切眾生都是
未來佛，就像大醫王眼中的一切草木，都可以入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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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子領悟佛之智慧甚深
今更說明眾生之機不同
如來悲愍說法則皆平等
譬喻三根各潤一雨均霑



聞思修:藥草喻

•要如何才能成為大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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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有佛心，個個能成佛，
不小看他人，勿輕視己靈。

天道無私，然個人器根不
同，所能承受的質與量各
不相同。但各盡其力，仍
能把世界點綴的美崙美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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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法是一，但眾生解異，不管任何根機，
都可得益，所以若能時時聞法、解行並重，
待以時日必得大樹之機。

藥草喻，生生世世如常修行，今世雖無法
為大樹，終有一日能成就，自己要有這樣
的信心，發心立願、老實修行！相對的，
我們視眾生人人都是未來佛，都是藥草，
都可為藥醫人，要起慈悲等觀。



四.化城喻，
出於第三卷

〈化城喻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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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條五百由旬（一由旬約七、八公里）遠的險惡
道路，沿途盡是荒山曠野、絕無人跡，沒有水也沒
有食物，沿途充滿毒蛇猛獸遍布的驚怖凶險。
有一大群人，想要通過這條險惡道路，前往藏有無
量珍寶的地方。
這時有位智慧高超的導師，事理通達、經驗豐富，
對於沿途各種艱險情況，掌握得非常清楚，有能力
且有智慧，可以引導大眾越過這段險惡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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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到半途的時候，有很多人起了懈怠想要放棄的念頭，
因而向這位導師要求說：「我們現在已經疲憊不堪，
又害怕又恐怖，實在沒辦法再向前行，況且路途還這
麼遙遠，我們想要回頭了！」
導師心想：「太可憐了！他們為什麼要捨棄獲得大好
珍寶的機會，中途退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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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這裡，於是施展神通，在險道上大約三百由旬的
地方，幻化出一座城池，有很漂亮舒適的房屋，旁邊
有大花園，小橋流水、浴池、庭園樓閣，並有很多男
男女女住在裡面。
並告訴眾人說：「你們不要恐懼，也不要退卻，現在
前面有座城，我們可以到城中休息，裏頭非常安穩舒
適。你們可以照自己的意思歇息娛樂後，如果還想再
前往寶所，就可以繼續前行。」



55



56

這時已感到非常疲乏的大眾，聽導師這麼一說，心
中非常歡喜，心想：「我們終於可以結束這段痛苦
又危險的旅程，安然休息了。」於是眾人一起進入
化城，疲憊身心得以獲得紓解。
導師等待大家經過一段時間的休息之後，精神體力
已經恢復，於是立刻滅卻化城，向大眾宣告說：
「你們既然是為了追求珍寶而來，現在我們還要繼
續往前走，寶所就在離這裡不遠的地方。剛才你們
休息的城是我變化而成的，只是讓你們暫時休息罷
了！」



聞思修:化城喻

•為何導師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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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明師

不要懈怠

堅定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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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小懼大滯留初受自得
器量根小得少自以為足
如彼小草小樹受量易滿
若彼雲雨大量不堪消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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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間旅途遙又遠，人生境遇考驗多，
身累心累幻境現，幸遇智者指明津，
中間化城可休息。
要如何解除幻境不迷航?
師父說：回到心靈故鄉，找回初心。

上人指引菩薩道，四大八法做化城，
難行能行四無量，成佛之道是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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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衣珠喻，出於第四卷〈五百弟子受記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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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窮人到了富裕親友的家中拜訪，親友擺設出
種種佳餚美膳招待他，窮人就在酒足飯飽之餘酣酣
睡去。此時親友因為公務必須遠行，臨走前就將一
顆無價寶珠縫繫於窮人的衣服內裡，然後才離開。
這個窮人在睡夢之中毫無所覺，一覺醒來便離開親
友家，繼續過著四處飄盪的生活。為了謀求衣食，
非常辛勤勞苦，過著艱困的生活，稍微得到一點溫
飽，就覺得很滿足了，不曾希求更好的生活；也絲
毫未曾察覺，自身衣襯裡縫著一顆無價的寶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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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親友偶遇窮人，看到他仍是一貧如洗的模樣，
非常驚訝地說：「這是怎麼一回事！你怎麼會為了
討生活而落得如此潦倒。當初我為了讓你能過上好
生活，滿足各種欲求，在那次你來我家時，縫繫了
無價寶珠在你的衣裡，沒想到從那時到現在，你居
然毫無覺察，為了生存而這般愁苦，實在是很傻啊！
現在你可以將寶珠取出交易，所得必然可以滿足你，
再也不必受匱乏之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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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在靈山莫遠求
靈山只在汝心頭
人人有個靈山塔
好向靈山塔下修



聞思修:衣珠喻

•這裡說的身懷寶珠
是指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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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自己而言，
「佛在靈山莫遠求，靈山只在汝心頭，
人人有個靈山塔，好向靈山塔下修。」
對他人而言，要隨處做好人人的貴人。

窮者習以貧維生，衣繫寶珠不自知，今
得貴人相助解其苦。
每個人身上都會有一顆明珠指示著光明，
我有明珠一顆，早晚勤佛拭，用功力行
不蒙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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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戒治所中，總是希望他們能有所改變，常常都會
問你們這星期當菩薩了嗎？其實當菩薩並不困難，
只要做到利己利人就可以稱為菩薩，說一句好話、
給人信心、鼓勵人、反省自己等等。
我都會稱他們菩薩，已經將方法告訴他們，但他們
能做的卻沒幾位，他們願意抄寫經文卻不知經文的
意思，知道要消業力，但卻不知為自己增福慧。
這種未能探手取出自身的明珠，有時還真無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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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髻珠喻，出於第五卷〈安樂行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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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力量強大的轉輪聖王，想要大展威勢降伏各國，
而各國不願順服，因此轉輪聖王便興起各種兵力前往
征討。
一一征服各國之後，諸眾兵將紛紛凱旋歸來，轉輪聖
王對於立有戰功者非常歡喜，依照各自大小功勞給予
不同的賞賜 有的賜予田宅、村莊、城邑；有的賞賜
華貴的衣服、裝飾；有的獎賞金、銀、琉璃等種種珍
奇的寶物；或是大象、名馬、大車、奴僕等等。



轉輪聖王賞賜了種種財
物，唯有他自己頭頂髮
髻中的一顆明珠沒有輕
易賜予出去。

這是為什麼呢？因為這
顆明珠是轉輪聖王所獨
有，若隨意獎賞，眾人
必定深感驚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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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來亦復如是。於三界中為大法王。
以法教化一切眾生。見賢聖軍與五
陰魔。煩惱魔。死魔共戰。有大功
勳。滅三毒。出三界。破魔網。爾
時如來亦大歡喜。此法華經。能令
眾生至一切智。一切世間多怨難信。
先所未說。而今說之。
《法華經譬喻品第三》

四魔 : 五陰魔、煩惱魔、死魔、天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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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間知識難堪信 甚深微妙法如是
善惡因緣循環報 是為易信解之法
而大乘圓頓之教 則甚為難能信受
凡夫性淨可成佛 為難信中之難信



討論:髻珠喻

•為何轉輪聖王髻上明珠
不肯輕易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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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強力 轉輪之王 兵戰有功 賞賜諸物
象馬車乘 嚴身之具 及諸田宅 聚落城邑
或與衣服 種種珍寶 奴婢財物 歡喜賜與
如有勇健 能為難事 王解髻中 明珠賜之
如來亦爾 為諸法王 忍辱大力 智慧寶藏
以大慈悲 如法化世 見一切人 受諸苦惱
欲求解脫 與諸魔戰 為是眾生 說種種法
以大方便 說此諸經 既知眾生 得其力已
末後乃為 說是法華 如王解髻 明珠與之
此經為尊 眾經中上 我常守護 不妄開示
今正是時 為汝等說 我滅度後 求佛道者
《法華經譬喻品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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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輪王(明師)的明珠應指自己的智慧與根基。
學習者想要得到，需要自己學習揣摩，轉輪王
(明師)無法給予。

「髻珠喻」讓我深刻的是，轉輪聖王對於立有
戰功者的霸氣賞賜，唯獨自己髮髻中的一顆明
珠，沒有輕易賜予出去，這也證明自己的明珠
自己磨，自己的功課自己修，身外物不可惜，
心靈修行所收穫的寶物，可得珍惜。



77

法華經是一部大法，弘揚佛法要以「身、口、意、
誓願」四種安樂行。眾生的貪、瞋、癡等煩惱魔、
五蘊魔、死魔，佛陀給予各種不同的妙法，但沒
有立即說大法，因為世間眾生難以理解、深信，
會起疑心，就像法華會上有增上慢之人五千人離
席，等到合適的時間才能宣說大法。
佛陀開始說法時，用苦、空、無常、因緣果報等，
眾生比較容易理解，讓大家開始斷惡修善。佛陀
來到世間最重要的目標，是要讓眾生知道，心、
佛、眾生三無差別，由凡轉乘，最後會得到這顆
自性明珠。



七.醫子喻，

出於第六卷

〈如來壽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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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欣賞

醫子喻

林富美師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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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良醫，很有智慧，也很懂得變通，他通達各種
醫理，深明各種藥性，善於治療各種疾病，也育有很
多的子女。有一天，這位良醫因為有要緊的事，到很
遠的國外去出差，他的孩子們誤飲了別人的毒藥，毒
性大作，以至心神錯亂，痛苦呻吟，在地上打滾。
這時，父親從外面歸來，這些喝了毒藥的兒女，不論
是心神錯亂的，或者神志尚清醒的，遠遠看見父親回
來，都非常歡喜。跪在地上問候父親說：「還好您平
安地回來了，我們因為自己的愚癡無知，誤服毒藥，
希望父親您趕緊救治，才可以給我們活命，不至於被
毒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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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見到孩子們如此痛苦憂惱，立刻依照處方，尋
找色香味最美最好的藥草，調配和合，讓他們服用，
並且說：「這是上等的良藥，色、香、味具足，你
們可以服食，毒害的苦惱很快就能解除，不會再有
各種的痛苦禍患了。」
這些兒女中，神志尚清醒的，看到這種色香味美的
良藥，立即服食，毒性盡除，獲得痊癒。其他心神
昏亂的，看見父親回來，雖然也歡喜問訊，祈求治
療，然而因為中毒太深，精神錯亂，失去分辨的能
力，因此不肯服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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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心裡想：「這些孩子們太可憐了！毒氣攻心，
神志顛倒錯亂，看到我雖然歡喜，求我為他救療，
但給他好藥卻不肯服用。
我現在應當再想一個方法，讓他們能服下這劑良
藥。」於是對他們說：「我現已衰老，離死期當是
不遠，這些良藥留在家裡，有需要的時候你們可以
自己取來服用，不要擔心病不會好。」這樣交代孩
子以後，良醫就遠行到別的國家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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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後，派人通知這些孩子：「你們的父親已經死
了！」孩子們聽到這個噩耗，非常悲傷憂慮，心想：
「如果父親還在世間，慈心憐憫我們，自然會來救
護。現在拋下我們，遠喪他國，讓我們孤單痛苦，
無依無靠。」
由於感到悲傷懷念，心中慢慢地醒悟，才知道父親
留下來的良藥，是真正色香味美的良藥，立刻取來
服用，毒病都得以痊癒。
父親得知孩子們的病都好了，不久就回家了，讓孩
子都能看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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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思修:醫子喻

•為何孩子不肯服藥？

85



86

自因緣作造諸行業
多為不善不改己過
固執己見不受勸諫
但自懊惱偏見煩悶
追想憶忿過去行事
或由現在事物不滿
於意自懊惱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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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子喻，知道自己並不是中毒深的那
一群人，今聞佛法法藥要時常飲用。
但現代人忙碌，對法的需求更深，但
並不知有佛法可以對治，慶幸自己有
聞佛法的因緣，知道生命的價值在於
付出。
最近都沒有醫療志工可以做，真的有
點想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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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不只要醫治我們身體的病，更要消除
我們心理的病，根除我們內心的貪瞋癡。
災難頻傳從心起，貪圖滋味殺生靈，慈悲
護生淨乾坤，天地萬物共生共榮，少欲齋
戒茹素善循環。
佛如良醫，法如良藥，僧如看護，
三寶時時在我們身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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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就是這樣過了，又是一個一大早時間，也就是聞
法的時候。法在世間，大家面對的無不都是法；日常
生活中，從我們睜開我們的眼睛開始，身體面對的環
境、動作，那個步驟，每項動作都是法。所以人是不
能離開法，法有悲歡離合的法，如何讓我們悲傷？如
何讓我們歡喜？喜怒哀樂在人間，這全都是法。
20190909薰法香心得與應用《法華經·常不輕菩薩品第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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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每天面對天下事，更加多大乾坤的法則，現在是
五濁惡世的時候，濁世就是表示，世間大乾坤裡面已
經事事告急了，都是要人類面對到的，就是要提高警
覺。這幾天來，一段時間了，聽，世界哪一個國家一
發生了火災，森林大火一燒就是不可收拾，不斷不斷，
好幾天、好幾個月連續一直燒，看到心情很擔心。雖
然以距離來說，離我們很遠，其實是同在一個地球上
啊。我們在大空間來共生息，不遠，所以若有這個觀
念，總是要多關心。
20190909薰法香心得與應用《法華經·常不輕菩薩品第二十》



這裡說的良藥是指什麼？

•諸佛菩薩以無數方便、種種法藥，開示眾生悟
入佛之知見，喚醒我們的法身慧命，成就人人
本具、不生不滅、不垢不淨、究竟自在的這念
覺性、清淨法身。

•《無常經》云：「唯有佛菩提是真歸仗處」，
但自依止、法依止，不必心存等待、向外求索，
進而廣濟有情，服用大乘法藥，如《佛遺教經》
云：「自今以後，我諸弟子輾轉行之，則是如
來法身常在而不滅也。」如是佛子，乃真正知
恩、感恩、報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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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世界！台南慈中生創作MV-20200225



良藥是指什麼？

•四聖諦

•十二因緣法

•六度

•慈悲喜捨

•大乘經典

•三十七助道品

93

四諦六度十二緣 隨順眾生心業轉
有聞莫不心意開 無量生死眾結斷
有聞或得須陀洹 斯陀阿那阿羅漢
無漏無為緣覺處 無生無滅菩薩地
或得無量陀羅尼 無礙樂說大辯才
演說甚深微妙偈 遊戲澡浴法清池
或躍飛騰現神足 出沒水火身自由
如是法輪相如是 清淨無邊難思議
我等咸復共稽首 歸依法輪轉以時



良醫狂子喻

•醫子喻，又作醫師喻。出自如來壽量品。

•醫，比喻如來；子，比喻三乘人。

•謂諸子無知，飲他毒藥，心即狂亂，其父設
方便，令服好藥，以治其病。

•此喻三乘之人信受權教，不得正道，如來設
各種方便，令服大乘法藥，速除苦惱，無復
眾患。

•〔大明三藏法數卷二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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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為什麼要這麼做？

•《法華經》：「如醫善方便，為治狂子故」

•「所以者何，若佛久住於世，薄德之人不種善

根，貧窮下賤貪著五欲，入於憶想妄見網中。

若見如來常在不滅，便起憍恣而懷厭怠，不能

生難遭之想恭敬之心，是故如來以方便說。」

•因此，為令有情眾生「心懷戀慕，渴仰於佛，
便種善根，是故如來，雖不實滅，而言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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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華經》七喻 (系統思考/菩薩道簡易重點)

一.火宅喻，〈譬喻品〉， 三界火宅警世人
二.窮子喻，〈信解品〉， 自覺窮子起信解
三.藥草喻，〈藥草喻品〉， 一切草木可入藥
四.化城喻，〈化城喻品〉， 化城止息不懈怠
五.衣珠喻，〈五百弟子受記品〉身懷寶珠可成佛
六.髻珠喻，〈安樂行品〉， 得一乘法安樂行
七.醫子喻，〈如來壽量品〉， 信佛壽量服法藥



結語 : 人人可成佛

• 讀過了《法華經》中的七個故事，相信您已不難理解，

• 人人本具佛性的道理。每一個人心中有佛，這是自性
佛；每一個人心中有法，這是自性法；每一個人心中
也有僧，這是自性僧。自性佛是慈悲，自性法是智慧，
自性僧是自律，每一個人本自具足慈悲、智慧與自律，
人人皆可成佛。

• 我們身處的地球已經生病了，人心也混濁了，需要清
流與法水來對治。而且現在又是科技發達、瞬息萬變
的時代，資訊眾多紛雜，但正法的傳佈卻是遠遠不足。
如何讓自己活得自在輕安，擁有現代人需要的生活智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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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 人人可成佛

•如何發揮自己生命的價值？我們需要有明師指
引，需要有正法依教奉行，但願這本小冊子，
能為您啟開一扇智慧的天窗。更希望您能來與
我們共讀書、同入法，一起做自他兼利的人間
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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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嚴上人完整開示
請看大愛電視台或

奈普敦論壇及奈普敦智慧平台
指教電郵：jack01823@gmail.com

http://neptuner.666forum.com/t15164-topic
https://www.neptune-it.com/learn-buddha-966211/20180313
mailto:jack01823@gmail.com

